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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公民

台北到巴黎有多遠，大約是接近 1 萬公里，這個數字在現今的概念

中已經變得模糊，必須從多種角度觀看才能解釋他所代表的意義，

但不可否認的，我們已經能用許多方式消弭這原本遙遠的距離。

空間距離也許消失了，但文化卻始終是那麼遙遠，我認為我們都該

自詡為世界的公民，於是我秉持著這樣的精神展開這本刊物的籌備

工作。在這次的籌備過程中，我遇見了許多在不同領域尋找自我與

實踐自我的人們，聽著這些人講述著自己的故事時，有許多的感動

同時也帶給我許多反省的機會，能將理想掛在嘴邊並親力親為的實

踐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你必須面對現實的殘酷並做出些痛苦的

妥協，但也是因為現實的不完美才凸顯出這些夢想的可貴之處。

這次的刊物集結了許多與法國相關的內容與單元，從設計、電影、

時尚、美食到日常生活，我們希望透過各種角度來呈現不同文化的

生活方式，也許能帶給你些不同的生活靈感，試著自己燉一鍋法式

紅酒燉雞，找一個優閒午後看一部法國電影，或是到我們推薦的法

國餐館與家人共度周末時光，當然最棒的是與你的好朋友們分享你

讀到的有趣內容。

我們希望這本刊物能夠拋磚引玉，讓更多對不同文化抱持熱情與實

踐力的人們加入我們的行列，一同將美好的生活經驗轉化為令人感

動的文字與圖片。

德國科隆展法國巴黎展報導 

從客廳展開的全新冒險 

CLOSE UP 微觀設計

私人書房 青埕空間整合設計

JJ House 禾築國際設計

經典重現 PETER MALY 2

生活靈感 沙發床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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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AOH
design : Studio Catoir

ROCHER
design : Hertel & Klarhoefer 

全新推出的白色版本，能夠在它

渾圓光滑的邊緣感受切工細緻，

同時宛如飛機機翼的形式精簡設

計，似乎流暢的漂浮在白色腳架

之上，形成一種不僅飽滿又豐富

與簡約並存的時尚設計。

ODESSA
design : Mauro Lipparini 

BLANC

這只 PHARAOH 吊燈主框架

以鋼材為主，表面以平行絎

縫的方式呈現出略見細微起伏

的布料燈罩。其實這盞吊燈

的設計靈感來自流行音樂天

王 Michael Jackson 早期如埃

及半身人像的髮型風格，

同時也是設計師向 Michael 

Jackson 致敬的作品。

表面有著如鑽石切割

手法而呈現出不規則

側面的 ROCHER，多

用途的設計，可當成

矮桌甚至小椅子，另

外也是件

可供靜靜

欣賞的藝

術單品。

MCD 沙發椅結合柔美的外型及舒適的內裝，光滑

而飽滿的ㄇ形靠背墊提供了如屏障般的安全感，

微高的設計劃分出專屬的空間。細緻的外觀結合

柔軟的內層，如此精湛的面料將是另一個全新領

域的開端。我們缺少經典系列，如今 MCD 將帶

著 Ligne Roset 重返經典，而身在現代的都市人的

確也需要溫䁔的依偎。
MCD 2015   
Marie Christine Dorner

編輯
精選



R U C H É 由 L i g n e 

Roset 核心的縫紉技

術結合視覺可見的

實木框架，整體呈

現出創新的沙發結

構。剛柔並濟的巧妙

結合正是現代女性最迷

人的特質之一。該設計 推出後

獲得 2010 年紅點設計 獎 RedDot 最

高獎項 Best of the Bes t 的肯定。

design : Inga Sempé

NUBO
design : GamFratesi

NUBO 的設計靈感來

自 60 年代法國航空的

藍色織物旅行箱，鑲

掛壁面上彷彿像手提

百寶箱一般， 圓角外

型有著香皂的柔邊線

條，天然橡木和天藍色

羊毛織物如雲般的醒目

而不充滿溫馨感。

MARCELLO
design : Nathan Yong

MARCELLO 單椅可作為餐椅或

是書桌椅使用，以胡桃木為材

料，在椅背與椅座部分變化色

彩與質感，用原木與烤漆結合

再構經典樣貌的單椅造型。此

款單椅共有古典黑，牛奶白及

天空藍三色可供選擇。

TOA
design : Remi Bouhaniche

RUCHÉ

最初完全以實體模型來模擬設

計的 TOA，從如摺紙般的不規

則四方形靠墊作為基礎，希望

能帶給人們一種非常輕鬆的感

受。設計的目標在於創造出一

個非常舒適而永恆的單品，充

滿時尚的舒適感受完全突顯出

Ligne Roset 的 DNA。

BLEU
編輯
精選



畫家：Claude WEISBUCH
題名：大提琴

尺寸：100 X 81 cm
材質：油彩畫布

1927 年出生於法國東部洛林省，1951 年開始在青年畫家展、洛頓沙龍、巴爾赫哥爾畫展及時代

證人畫展展露頭角。 1961 年獲得藝評家大獎，從此開始與易北畫廊簽約，畫展遍至歐洲各地及

美國、日本。 1968 年被認命為法國版畫協會專任會員。他對現代具象畫而言，被歸為是歐洲正

統派的一員也是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善於描繪人物、馬、音樂歌劇等體材，是當代法國代表性畫

家之一。 1960 年後，維士巴修逐漸發展出獨特的風格，少色彩但筆觸線條流暢。他經常取材自

樂器演奏，或是義大利假面舞劇中的駝背丑角、法國木偶劇中的滑稽人物等，他以獨特的筆法

來表現肢體的律動，多重影格的動態彷彿是重複曝光，衍生出一種獨特韻味。其作品被巴黎龐

畢度中心、巴黎市立現代美術館、荷蘭阿姆斯特丹美術館、布魯塞爾皇家學院等機構廣為珍藏。

█ 畫家 Claude WEISBUCH 簡介

雲河藝術 Moon River Fine Art

台北市 105 敦化南路一段 57 號 4F-7

Tel/886-2-25775056 

連絡人：賴惠珠



家具設計趨勢

舒適度與設計感不該互相衝突，這是家具設計

最理所當然的原則，在舒適度的前提下，我們

整理出下列這些今年度的家具設計趨勢。

◇少些尖角，多些圓弧。

◇纖細輕巧的支撐結構。

◇五六零年代典型風格的全新詮釋。

◇更多配件、小型收納、邊桌和抱枕。

室內設計趨勢

◇ Private Office，工作空間在室內配置中的重

要性被提升，儘管在空間不大的公寓空間中也

要以家具或設計來安排一個具私密性的工作或

閱讀空間。

◇ Black Celebration : All cats are grey in the 

dark，最具經典的黑色回歸，迷人的黑色以平

光或高度亮光等不同樣貌呈現在家具及織品的

各種材質中，甚至燈具的陰影皆是他的表演舞

台。

◇ The bath becomes a room，跟隨時代觀念的

更新，包含健康及家庭關係的維繫，浴室在傳

統觀念中只是提供清潔功能將被顛覆，舒適化

的空間體驗及社交互動經驗，各種更具現代感

的沐浴設備大行其道，浴室的規畫將有新的詮

釋。

◇ Naturally un-natural，當皮革不在只有咖啡

色，椅子不再只是木製或是包覆了天然材質編

織的坐墊，現代的消費者必須鉅細靡遺的觀察

與研究後才能清楚地辨別自然與非自然間的差

異，各種材質的加工方式不只是設計的呈現，

同時也考驗了環境生態等近年來熱門的議題，

金屬、塑膠和人造纖維等材質進入生產線後如

何符合環境保護的標準，這些皆是設計師與製

造商的重要課題。

◇ Back to tangibles-the new ideal of tangible 

values，高度數位化的現代突出了精密手工的新

價值，現代奢華將從高度科技轉向更無法複製

與取代的精密手工製造產業，在居家生活中，

烘焙、DIY 等親手體驗的嗜好也再次成為周末

休閒的美好選項，這樣無形的生活體驗提升將

會是未來居家生活的新指標。

 

今年度的科隆家具展於 2015 年 1 月 19 日至 25

日展出，各大品牌百花齊放，是室內設計及家

具界的年度盛事。今年度科隆展創意總監 Dick 

Spierenburg 邀請了來自上海的如恩設計研究

室 (Neri & Hu design and research studio) 的郭錫

恩及胡如珊夫婦負責設計這次的”Das Haus”

展區，展出他們對未來室內空間的想像，大會

報導也以”All-round architects are coming back 

on the scene.”為標題昭告跨界全能建築師的回

歸，如早期的柯比意 (Le Corbusier)、密斯凡德

羅 (Mies van der Rohe)，較近代的諾曼福斯特

(Norman Foster) 、Jean Nouvel、札哈哈蒂 (Zaha 

Hadid) 或庫哈斯 (Rem Koolhaas) 等等，將對建

築設計、室內設計和家具設計掀起新浪潮。

imm Cologne 德國科隆國際家具展

imm Cologne 德國科隆國際家具展被喻為三大家具展的趨勢風

向球，自 1949 年舉辦至今，仍然是各路設計菁英的朝聖首選。

Msison & Objet Paris 法國巴黎國際家飾展

同被喻為三大國際家具展之一，自 1995 年成立至今約 20 個

年頭，是全球家飾買家必經之地。

郭錫恩和胡如珊夫婦 , 如恩設計研究室

科隆
 巴黎
DÉSIGN
德國科隆家具展 & 法國巴黎家飾展

展場特別報導

imm Cologne

Maison&Objet Paris

文字 / 蔡祐緯  

圖片提供 /imm Cologne, Maison & Objet, Ligne Roset, 

Inga Sempe, Nathalie Dewez, Numero 111

Ligne Roset
Repor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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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
 拾光
MÉMOIRE
Ligne Roset 展區特別報導 PART 1

設計趨勢及展區總覽

Replay : Play >> & Replay

創新是 Ligne Roset 最核心的價值之一，在巴黎國

際家飾展的展區中有一區塊行之多年，專門展示

該年度專為 30 歲以下年輕新秀設計師的設計競賽

成果，多位傑出的設計師皆是誕生於這個競賽當

中，對於設計力的培養與發掘，是設計產業永續經

營的重點之一。這次脫穎而出的設計師有：Hekla/

ADAMAS,I. Dewez/ECLOSION,A. Lutz/PIVOT,P. 

Pinto,C. Guillemin,B. Voisin/MAJORDOME。

Discover 2015 Collection online

http://collection2015.ligneroset.com/

每年年初的科隆國際家具展和巴黎國際家飾展是

Ligne Roset 年度盛事，累積一整年的設計能量在這短

短兩周內震撼爆發。一如往年，在 2000 平方米的寬

闊展區中，Ligne Roset 這次規畫了多個不同主題的展

區，這次的展區如同電影星際效應中的第五度空間，

許多分屬不同年代的家具設計產品在展區中交織與對

話，包含了法國國寶級設計師 Pierre Paulin 生前未發

表的經典設計系列；於 2014 年末逝世的設計師 Pascal 

Mourgue 的紀念作品；女設計師 Inga Sempe 推出的全

新沙發 Beau Fixe；以及多位年輕新秀設計師初出茅廬

的設計作品。

核心價值 :創新

Ligne Roset
Repor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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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生活好像可以這麼分類：過

去珍藏的東西，現在流行的東西，

未來想像的東西 , 只不過不像在逛

街一樣可以把所有東西一瞥而過，

我們必須不斷的預習、複習 , 然後

有一天發現，原本只是我們對未來

的想像竟然幸運的變成我們最珍藏

的回憶，感動的眼淚自然會忍不住

的不停落下來。而這次展覽最重要

左圖：Pierre Paulin

右圖：以木椅腳重新發表的 ARCHI( 上 ) 和 TV( 下 )

下圖：展場中展示 Pierre Paulin 設計的區域，分為左中右三區陳列

的設計師，似乎就是這麼巧妙的從

過去、現在和未來與我們對話著，

他 是 Pierre Paulin(1927~2009)， 是

受封為法國國家皇家設計師的重要

人物，除了許多傑出的設計外，也

曾在 1971 年為當時的龐畢度總統

設計了官邸內的家具及室內設計，

1984 年為密特朗總統打造個人書房

的室內設計，我想說到這也不必再

引述其他紀錄，應該已經足夠說明

他在法國設計史中的重要地位。

Pierre Paulin 的展覽區域展示了從

1953 年至今 Pierre Paulin 所設計的

許多家具作品，其中也包含了自

2009 年起 Ligne Roset 陸續重製發

表的項目。這些家具在過去只存在

於圖紙上沒有生產製造，或是只使

用在於總統官邸之中，難有與大眾

直接面對面的機會，Ligne Roset 於

2008 年開始與 Pierre Paulin 洽談這

些作品重製發表的事宜，有幸達成

共識陸續將這些設計修改重製。在

這幾年重製推出的過程中，Ligne 

Roset 將部分產品以較具現代感的金

屬椅腳或烤漆材質推出，而今年度

則重新以更具原創設計風格的木椅

腳及經典配色來做發表，讓展區彷

彿回到過去，充滿了濃濃的復古情

懷。

全新發表的品項包含了 1953 年的

代表作品 Modele118，今年度重新

命名為 DAYBED 發表；CM191 矮

桌；LE SECRETAIRE MURAL 壁

掛式寫字桌；ANDY 沙發系列；LA 

BIBLIOTHEQUE FIL 收納櫃系列。

Ligne Roset
Repor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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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靈魂
PIERRE PAULIN
Ligne Roset 展區特別報導 PART 2

Pierre Paulin 系列



奢華
 新裝
PASCAL
MOURGUE
Ligne Roset 展區特別報導 PART 3

Pascal Mourgue 系列

Pascal Mourgue 於 2014 年 6 月

逝世，享年 71 歲，從 1968 年

起，Pascal Mourgue 就 開 始 與

Ligne Roset合作推出設計作品，

經典的單椅設計 BISCIA 至今仍

然是生產線上熱門品項。他的

設計風格以現代風格為主，多

為簡潔的線條與不受任何風格

拘束的經典類型，與他同名的

燈具系列便是最佳代表，這次

展區中也展示了這系列燈具全

新的金色系列，為此經典增添

復古奢華的不同氣息。

我觀察人們，觀察人們的言與行。並且，我不繪製我不喜歡的設計。

引述自 Pascal Mourgue

PASCAL MOURGUE 系列燈具

全新金色配色

LE SECRETAIRE MURAL 寫字桌，可視使用情況作開合。

展區中的兩大亮點便是色彩注目的

DAYBED 和風格優雅取勝的 ANDY。

DAYBED 是 Pierre Paulin 於 1953 年

的設計作品，當時名稱為 Modele 

118，推出時立即造成轟動並登上了

Maison Francaose 雜誌封面，簡潔的

外型卻具機動性能調整使用方式，原

創的配色為米色的大型坐墊搭配兩個

紅色靠背墊，現在你則能夠任意的搭

配你所喜愛的顏色。另一件沙發設計

ANDY 於 1962 年發表，細長而深入

扶手和坐墊中的金屬椅腳優雅精緻，

以一種嚴謹但創新的方式勾勒出沙發

輪廓。

左圖：1953 年的 Maison Francaose 雜誌封面 

右圖：ANDY 扶手沙發

展場中展示 Pierre Paulin設計的區域，

此區展示了亮眼的 DAYBED。

壁面上為製作精細的

LE SECRETAIRE MURAL 寫字桌

DAYBED 沙發 ( 床 ) 簡單大方的三個獨立軟墊設

計，提供了可靈活運用的獨特性。

J’observe les gens, ce qu’ils disent, comment ils vivent.
Je ne dessine jamais de choses que je n’aime pas.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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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顧 Inga Sempé 的 沙 發 設 計：

MOEL 和 RUCHÉ，BEAU FIXE 提

供了全然不同的風格與體驗，圓滾

飽滿的座椅團團將人圍住，如何以

最輕巧的結構創造出高度舒適的

座椅成為除了童年濱海回憶外，

BEAU FIXE 轉化設計概念的另一項

重要核心。

從 Inga Sempé 的設計手稿中能端倪

出 BEAU FIXE 的架構方式：如同

一個巨大的金屬夾子將泡棉夾住，

而這夾子又被蓬鬆的泡棉隱藏於其

中，兩種十分對比的材料 ( 剛性十

足的金屬架構與柔性萬分的泡棉坐

墊 ) 被結構性的組合起來，提供身

體一個全然包覆的座位空間，那個

在海邊陽台的小女孩似乎就在眼前

的扶手椅中淘氣的鑽動。

堅固
 柔情
INGA SEMPÉ
Ligne Roset 展區特別報導 PART 4

Inga Sempé 系列

Inga Sempé 出生於巴黎，畢業於法

國國立高等工業設計學院，於 2000

年成為獨立設計師，2003 年獲得

了 Grand prix du design de la ville de 

Paris 獎項，2006 年起與 Ligne Roset

開始合作推出家具與家飾設計。

Inga Sempé 在這次的展覽中為 Ligne 

Roset 帶來了全新的沙發設計 BEAU 

FIXE。BEAU FIXE 的概念來自 Inga 

Sempé 童年的海濱回憶，他這麼描

巨型的金屬夾子是 BEAU FIXE 沙發結構設計的核心所在。

◤ RUCHÉ 推出全新的低椅背版本。

述著：”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從

海邊回來的我總是直接濕漉漉的倒進

陽台上的老扶手椅裏，記憶中的那椅

子有著有著大大扶手和耳朵，像隻大

象般的站立在陽台上，而我總是將我

溼透的頭靠在那對耳朵上，雙手扶著

圓滾滾的扶手＂。但 Inga Sempé 並不

是為了重溫童年而設計 BEAU FIXE，

而是以此為概念的出發，演繹出新的

扶手椅樣式。

我們總能在 Inga Sempé 的設計中欣

賞到他對沙發結構一種充滿詩意與

力量的結合，不論是全泡棉結構的

MOEL，或是顛覆視覺與坐感的隱

藏式木結構長椅 RUCHÉ，這次的

BEAU FIXE 則是以外露的輕巧結構

詮釋，這些精彩的設計不只讓我們

享受舒適的座椅，更讓我們體驗了

Inga Sempé 設計中的深度與趣味。

除 此 之 外，Inga Sempé 為 BEAU 

FIXE 設計了一款專屬布料，為了

與沉穩風格的扶手椅造型做對比，

布料的花色活潑但不失格調，以曲

折不規則的線條編織出像是摩斯密

碼或是盲人點字的圖騰，造成遠近

不同視覺效果的趣味。除了 BEAU 

FIXE 外，展區也展示了 RUCHÉ 低

椅背的版本，這個全新推出的低椅

背版本將原本的座椅高度從 46 公

分降低至 38 公分，坐椅深度從 86

公分加深至 100 公分，椅背高度從

83 公分調整至 65 公分，並且增加

了同樣車縫方式的腰枕選購，這個

全新的低椅背版本讓空間使用更加

優雅舒適，加深的座位和降低的高

度讓空間風格略顯輕鬆並更具現代

感，RUCHÉ 的系列性也趨於完整。

全新推出的 BEAU FIXE 沙發，

有單人扶手椅和雙人扶手椅款式

▼下圖為設計的概念模型。

BEAU FIXE 的架

構方式：如同一

個巨大的金屬夾

子將泡棉夾住。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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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露
 頭角

NOUVEAUX
Ligne Roset 展區特別報導 PART 5

設計師新秀系列

RITE 壁掛架

Design : Florian Dach & Dimitri Zephir

RITE 如其名你能親自打造你的出門”儀式”，先

照照鏡子，然後穿上風衣，取下鑰匙然後出門，

木桿上的掛鉤與鏡子能依照你的習慣改變順序與

位置。

FANCY CHIC 矮桌

Design : Frederic Ruyant

FANCY CHIC 使用了 Ligne Roset 今年度新嘗試的

材質 NTM(Nano Tech Matt)，這是一種透過高壓

製成的防火耐磨板材，外觀如絲綢般細緻但無光

澤，不吸水且不產生靜電，且具良好的防刮、耐

磨、耐熱、耐光照、防汙、抗震性，且適用於大

部分的清潔劑，並且不留下任何指紋痕跡。甚至

在某些輕微損傷的情況下，能使用熨斗及濕布修

復損傷。

KOYA 書桌

Design : Marie Christine Dorner

KOYA 書桌使用了精緻雕刻的白蠟實木及白蠟實

木貼皮框架及桌板，圍塑出一個具有特殊氣氛的

個人空間。你能在右前方的平台上放一盞桌燈或

擺上一個相框，你能將你的記事本擺放在左手下

方的抽屜裡，而頭頂上還有一隻小鳥靜靜地陪伴

著你。

ADAMAS 立燈

Design : Studio Hekla

ADAMAS 以一盞極簡風格的燈具設計，甚至無法找

到連接與結構的元素。這個自由的木製長柄提供了照

明的功能，你能憑著直覺且簡單的來操作，調整各種

可能的方向。

CAR LIGHT 桌燈

Design : Nathalie Dewez

CAR LIGHT 誕生自 2013 年 7 月 Nathalie Dewez 在瑞

典 Boda所參與的”明日玻璃工作坊”(workshop”Glass 

is tomorrow”) 。如其名概念來自車頭燈，結合了玻

璃工藝及口吹玻璃技術，讓每一盞 CAR LIGHT 在室

內空間也能閃耀出獨一無二的光芒。

ABBESSE 燭台

Design : Numero 111

這是 Numero 111 的第一件傢飾類設計作品。Numero 

111 希望透過設計的過程來找尋設計應有的答案：當

一條手繪線轉變成實際物體時，如何貫徹透容器展的

終極使命，也就是展現內容物的功能。

A.

A.

D.

D.

B.

B.

E.

E.

C.

C.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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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冒險
AVENTURE What is necessary?

PRADO / Christian Werner

從

�

客

�

廳

�

展

�

開

�

的

也許你不需要沙發底座，也許你不需要扶手，也許你只需要一個靠枕就夠了，

也許這是一場沙發解構的全新冒險，也許你會發現客廳裡另一種不同的風景。

中型沙發 Hot grege 222 ( 綿 75%/ 縲縈 25%) 

大型沙發 Alpaca grege ( 羊毛 87%/ 尼龍 13%)

中型沙發 Coda crème/kiwi 103 ( 羊毛 90%/ 尼龍 10%)

LUMIERE NOIRE 閱讀燈 ,by Philippe Nigro

CAMPANULE 桌燈 ,by D. Debiasi & F. Sandri

ESTAMPE 矮櫃 ,by Noe Duchaufour-Lawrance

ODA 邊桌 ,by Christian Werner

360 ﾟ茶几 ,by Roberto Paoli

What's else?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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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新的沙發使用經驗

Ligne Roset 與 Christian Werner 於 2014 年推出 PRADO 沙發設計，前所未

有的沙發形式立刻擷取了眾人目光。Christian Werner 於 1959 年出生於柏

林，1992 年創立了自己的室內及建築設計工作室，與 Ligne Roset 長久的

合作推出許多家具設計作品，PRADO 的推出也將他的設計歷程推向另一

高峰。PRADO 榮獲 2015 年德國設計獎金獎 (German Design Award 2015 – 

Gold for PRADO – Home and Decoration ) 的殊榮。

產品資訊

中型沙發 Medium Settee ( 標準配備 2 個三角靠枕 +2 個長型圓筒靠枕 )

H87 W200 D100 Seat40.5cm

大型沙發 Large Settee( 標準配備 3 個三角靠枕 +2 個長型圓筒靠枕 )

H87 W240 D120 Seat40.5cm

配件 B

矮桌 ODA Low Table 卡其色 / 煤黑色

Ø100 H41.5

邊桌 ODA Occasional Table 卡其色 / 芥末黃色

H42 W48 D43

堅固結構與高度舒適

特殊的止滑系統讓靠枕可以任意的在沙發上或是

地面上使用，高度自由的設計打破了傳統空間使

用的既定規則。靠枕本身由金屬零件覆蓋塑型泡

棉，捆以鬆緊繩並填充羽絨 (90% 羽毛 ,10% 羽絨 )

讓靠枕更加舒適。

沙發的主結構為塑合板包覆 2 種不同密度泡綿

(50kg/m3, 110g/m2 和 36kg/m3, 110g/m2)， 沙 發

椅腳為 Epoxy 黑色烤漆鋼腳，靠枕內部泡綿密度

為 60 kg/m3, 110g/m2，扶手靠枕使用的泡綿密度

為 35kg/m3, 200g/m2。

配件 A

加購三角靠枕 Back Cushion

H50 W70 D47

可選購 100% 純棉白色床包，讓沙發座成為一張舒適睡床。

另有長型圓筒靠枕及方形扶手枕可選購。

靠枕的解放運動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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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
 設計
DÉTAIL

FACETT / R&E Bouroullec

RUCHÉ/ Inga Sempé

PLOUM / R&E Bouroullec

HEX HEX / Bertjan Pot

RESILE / Philippe Nigro

PASSIO / Philippe Nigro

特殊的針車陰影效果

RUCHÉ / Inga Sempé

為了呈現出這特殊的布料針車技術及如同披蓋在長椅上的視覺效

果，RUCHÉ 以實木架構搭配鋼網為主要結構，覆蓋上特殊形狀

的筒狀泡綿，如同魔術師般創造出這不可思議的舒適木長椅。

精準平行的車縫線

FACETT / R&E Bouroullec

透過專門開發的平行車縫設備，除了客製化的布料選擇

外，FACETT 還能選擇多種不同的車縫線顏色來做搭配，

如同尺規作圖般，以完美的姿態呈現出幾何之美。

從不同角度欣賞設計之美

Ligne Roset
Repor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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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彈性布料

PLOUM / R&E Bouroullec

MOOD 布料為 PLOUM 而生，超高彈性的布料特性現在也能運用在不同的沙

發及單椅，甚至能搭配不同材質成為充滿個性的客製化抱枕。

與花朵最溫柔的接觸

ASIRA / Aurilie Tu

設計師 Aurelie Tu 結合地方產業所設計推出的 ASIRA 花器，多種不同配色

的羊毛氈經過切割及組裝，成為別具風格的花器設計。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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豔陽海水無所畏懼

PASSIO / Philippe Nigro

一張能悠揚海上的沙發，必須經得起鹽分及強烈日曬的考驗。PASSIO

系列使用 316 規格不銹鋼椅架，即使環境再嚴苛，都能享受到與室內相

同的舒適沙發坐感。

天空中的鑽石

HEX HEX / Bertjan Pot

設計概念源自傳統波斯地毯中的 Kilim 樣式，以水平及斜線切割

出複數個隨機顏色的三角形、梯形及六角形，形成如同萬花筒般

的視覺效果。75% 羊毛 /15% 絲 /10% 其他天然材質混合。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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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書。房
Book of life will open.

圖文提供／青埕空間整合設計

案例名稱：私人書。房 Book Of Life Will Open --- Open Source Design

設計公司：青埕空間整合設計 Clearspace Design & Research

設  計  師：郭俠邑 Ryan Kuo、陳燕萍 Lydia Chen

座落位置：台中市 Taichung, Taiwan

空間面積：100 m2 

空間性質：住宅 Residential

PLOUM 大型沙發 ,by R&E Bouroullec

OKUMI 扶手椅 ,by Studio Catoir

PICNIC 收納邊桌 ,by GamFratesi

SARAH 花瓶 ,by Arik Levy

Ligne Roset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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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PASSE 衣帽架 ,by Philippe Nigro

古云：「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開卷有益」，只要打開書本，總有益處。

書裏面有著靈氣，只要打開書，就產生了法力。我閱讀，故我在。

用書本，表現一間房子！黑白灰三重奏用書香味砌成一好宅。

因業主是教授身份，所以採用常與他生活為舞的書本來當作設計概念，打造書香世家。

天花板開本書頁翻開設計：打開封面、打開書、打開生活的新章節。

書的寧靜氣味是古樸優雅 是穩定＋安全感 是暖男，

沉穩的黑灰色、人文氣味濃厚的白色、還有木頭交織的氣味，

是文青。

然而，光線透過一扇扇窗櫺用不同的折射角度說話；

沙發用柔軟圓滑的姿態說話；書架用雙面的性格說話，

我們喜歡在閱讀裡，聽生活與人文軌跡說話，

點點滴滴展現人們生活它的各種樣式。

生活就是這樣來的 ----

在世界的裡面，在閱讀的裡面，串聯起空間運用的微美學。

書牆設計，打造出鐵件的獨特個性組合，

妙在於背面設計的組裝溝槽及適切的比例分配，

讓所有書本、CD/DVD 輕鬆收納，展現層層書本美，

另一方面也能讓書香味成為空間的風景。

搭配開放式的空間設計，讓公共空間擁有更開闊大器的視野，

透過鐵件與木材兩種不同的材質，使客廳具有簡單大方的層次變化，

成為客廳空間裡的視覺焦點。

餐桌採用原木質感溫潤的肖楠木桌板，

散發清新的自然香氣，讓空間擁有最放鬆的呼吸！

設計師特別設計的餐桌吊燈是以書本概念設計，

側面塞入了書頁，展現真實的書本樣貌。

電視架、餐桌腳及茶几一系列都是以書本折頁概念去呈現，

入口及主臥室牆上壁燈也是以書本造型設計。 

ROCHER 餐椅 ,by Hertel & Klarhoefer

ESPACE TEMPS 壁鐘 ,by Martino D’Esposito

Ligne Roset
Case

34 35



品味，其實不需要太多的華麗妝飾，

就可以讓內在的精緻細胞躍動起來。

除了空間本身的設計之外，

選擇適當且質感良好的家具也是打造客廳空間的重要關鍵。

家具選擇要考慮的因素除了色調、

品牌、材質之外，充滿故事感的空間，

讓生活更有型。

書頁與傢飾品都承載著故事，

每一個足跡，都在感受、感動中創造自己的生活詩篇。

細細品嚐書本的設計，生命裡極其美好的相遇。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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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 單人椅 ,by Pascal Mourgue

CIRCLE 邊桌 ,by Maria Jeglinska

案例名稱：JJ HOUSE

設計公司：禾築國際設計

設  計  師：譚淑靜

座落位置：台北市淡水

空間面積：180 m2 

空間性質：住宅

J J 
HOUSE
淡水一方的怡情自在 ...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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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LE 邊桌 ,by Maria Jeglinska

FIL 單人椅 ,by Pascal Mourgue

屋主夫妻選擇離開待了二十多年的國外生活，為

了人生的另一個事業，決定將生活重心搬回台

灣，開始他們人生的下半場。長期住在國外大尺

度的住家空間和生活習慣，在此案有限的空間規

劃上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考驗。

此案在自然採光、風景優美與建物自身條件下，

透過設計手法將自然元素帶進室內，讓動線沿著

光線移動，用多樣性但協調的材質搭配，讓居家

空間自己的表情更為豐富。

LUCA SOFT 扶手餐椅 ,by Jean-Philippe Nuel

CUTS 收納組合 ,by Philippe Nigro

CONFLUENCES 四人沙發組 ,by Philippe Nigro

STRATES 旋轉三層茶几 ,by Pagnon & Pelhaire

PAN PAN 兔子偶飾 ,by B. Kuehne-Thompson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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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關：

玄關以半穿透的不規則角度且不同表面處理方式的鍍鈦金屬屏風，脫開了懸

空的穿鞋實木椅，壁面複合媒材的不對襯分割透過大地色系的灰色地磚來整

合空間調性。

廚房：

根據屋主過去廚房空間使用習慣，將原本一字型的廚房空間改成ㄇ字形的配

置，搭配附有水槽的輕食區吧檯，讓生活行為更為便利。

客餐廳：

擁有大面積開窗採光的客餐廳空間，窗外自然河景、翠綠山景、藍天白雲是

空間中無法忽略的視覺焦點。呼應自然景色的空間素材，以訂製的暖色調木

地板，搭配牆壁大面積的清水模特殊塗料；另外自然紋理強烈的鐵灰色薄片

板岩，將門片隱藏修飾成視覺端點的主角。牆面末端以半穿透的茶色夾紗玻

璃和鍍鈦金屬框讓單一材質的特殊塗料壁面顯得質樸而穩重。

工作書房：

以長達 4 米 5 無切割的非洲柚木實木桌板做為空間主軸，以自然刨切鋸齒狀

的木皮作為櫃體呼應實木材質。

孝親房：

以大地色皮革紋材質包覆櫃體，透光不透影的玻璃材質滿足了空間照明的需

求也兼顧了衛浴空間的隱私。

( 左圖 )CIRCLE 邊桌 ,by Maria Jeglinska

( 右圖 )ALSTER 書桌椅 ,by Emmanuel Dietrich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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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臥室：

打開鐵灰色薄片板岩的主臥隱藏門，壁面自然手刷紋的特殊塗料，搭配特殊配置不規則角度

的造型壁燈，不僅是從客廳延伸的視覺端點加強，也讓縱深較淺的入口空間得到轉化。主臥

室因建築結構本身條件，非方正的牆面、低矮的天花…等等，透過設計手法讓空間修飾完整。

床頭牆面以連續的自然手刷紋特殊塗料延伸，床尾壁面以對稱呼應的角度，用業主喜愛的鋸

齒狀灰色調木皮構成的大面積書櫃，將原本歪斜角度的空間修飾成方正格局。而天花設計上

透過斜屋頂的概念同時滿足了鋼樑斜撐的結構修飾、拉高天花空間和照明需求。

主臥內靜思區：

原本主臥衛浴空間是一個視野寬敞的圓形區域，衡量業主實際使用衛浴時間不長，故將衛浴

空間做了變動，讓採光和觀景空間都極佳的圓形空間規劃成業主會長時間停留的閱讀空間。

RUCHE 高背床架組 ,by Inga Sempe

RUCHE 床頭邊桌 ,by Inga Sempe

PASSE-PASSE 衣帽架 ,by Philippe Nig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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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BO 壁掛式寫字桌 ,by Gamfratesi

OPONCE 壁掛鏡 ,by Studio C&PY et JC Amey

SOIXANTE 3 邊桌 ,by Thomas Rodriguez

IKE 可調整矮凳 ,by Studio Dreimann

CONTAINER BY 桌燈 ,by Benjamin Hubert

經典
再現
CLASSIQUE
PETER MALY 2 / Peter Maly

靈魂不滅經典再現

MALY 最初發表於 1983 年，由同名的 Peter 

Maly 所設計，曾經是 Ligne Roset 最暢銷

的睡床設計，絕版數年後的今天，以相同

的設計概念但全新的面貌重新推出，並命

名為 PETER MALY 2。Maly 提供了一個巨

大寬闊的床板及床座，可以任意滑動的靠

枕是其最大特色，在新的版本中，PETER 

MALY 2 捨棄了原本的染黑橡木床台，改以

具舒適度的布料或皮革 ( 客製化 ) 包覆，並

且提供 10cm 或 16cm 兩種高度床腳做選擇。

4 種規格尺寸 ( 分別有專屬的靠枕尺寸搭配 )

160 X 200 | Queen | 180 X 200 | King

What's else?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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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 Pascal Mourgue

design : Claude Brisson

JANUS

MUTLY

NOMADE-EXPRESS 2 有腳沙發床，表面如同手

工床墊般的舒適質感，無鈕扣與滾邊的全新設計，

彷彿回到 30 年代的風格。

PRADO 極具設計趣味性的背靠墊，也可以自由悠

閒的放置於地板上靠近矮桌的空間，讓您可以悠

閒舒適的坐在地板上，而移除背靠墊的淨空大尺

寸座位面，鋪上床布墊之後，就是一張提供輕鬆

慵懶的床鋪。

JANUS 折疊沙發床採用比一般直徑更纖細卻更加

堅固的不銹鋼管作為結構主體，讓床墊優雅輕巧

宛如漂浮一般。有多種布料和皮樣可供搭配選擇，

且可搭配抱枕，扶手皮面，專屬床墊和保潔布套。

MULTY 多功能沙發床是 Ligne Roset 經典設計之

一，自 1987 年銷售至今廣受世界各地的人們喜

愛，除了簡單好操作外，造型極具復古味道。

design : Didier Gomez

design : Christian Werner

NOMADE EXPRESS 2

PRADO

居家靈感
CANAPÉS-LITS

沙發床向來是空間靈活運用的絕佳選擇，Ligne 

Roset 擁有多款不同風格造型的沙發床設計，這

次精選了 4 張最佳銷售的沙發床推薦給您：喜

愛經典復古款式的絕不能錯過於 1987 年推出的

MULTY；偏好現代感的則不妨選擇今年重新推出

的 NOMADE EXPRESS 2；JANUS 高雅大方的線

條最適合簡約的布置風格；大膽前衛的您 PRADO

絕對是不二之選。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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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高湯

特級橄欖油 少許

雞翅（兩節翅） 6 根

洋蔥，切大塊 1/2 顆

紅蘿蔔，切大塊 1/3 根

西洋芹，切大塊 1 束

月桂葉 1 片

紅酒燉雞

帶骨雞腿，切塊 2 份 

紅酒 約 300ml

中筋麵粉 約 1 杯

特級橄欖油 2 大匙

奶油 1 大匙

洋蔥，切塊 1/2 顆

大蒜，拍過 2 瓣（可省略）

紅蔥頭，拍過 2 瓣（可省略）

紅蘿蔔，切塊 1/2 根

培根，切塊 3 條

蘑菇，對切 10 顆

白蘭地 約 2 大匙

番茄泥 約 300ml

月桂葉 1 片

巴西里 1 小束

拐杖麵包，烤到酥脆 8 片

( 以上約 4 人份 )

材料

作者

Soac，喜歡旅行，喜歡閱讀和獨立廠牌音樂，

喜歡沉浸在膠卷呈現的光影裡。原本從事網

路與品牌行銷和平面設計工作，因緣際會踏

入料理的世界而不可自拔，從此著迷於異國

的道地家常菜色與鍋碗瓢盆裡。曾任職 4F 

COOKING HOME 廚藝教室總監長達五年，

目前為自由料理人、撰稿人，food stylist 與無

法早起人，最近的身分是 TLC 旅遊生活頻道

的雙廚出任務主持人之一。

COQ
AU 
VIN
法式紅酒燉雞
文字 , 食譜 , 攝影 /Soac 

食譜

Fever i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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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高湯

1. 雞翅擦乾，抹上特級橄欖油後入平底煎

鍋用大火煎到上色，放入水鍋內。

2. 同一隻鍋子內，依序下洋蔥、紅蘿蔔、

西洋芹用大火煎炒到上色，放入水鍋內，

加入月桂葉後注入蓋過材料的水，下少許

鹽巴、胡椒調味，煮開後撈掉浮沫，把火

轉小保持微滾燉煮約兩個小時，然後立刻

將料濾掉。

作法

紅酒燉雞

將雞肉泡在紅酒內，加入少許的鹽

巴、胡椒調味，醃漬至少 30 分鐘

或隔夜。取出雞肉擦乾，紅酒液留

著備用。

下橄欖油和奶油熱鍋，放入洋蔥、

大蒜和紅蔥頭用中火煎炒到上色，

加入紅蘿蔔也煎炒到上色。放入培

根和蘑菇，繼續用中火有耐心地拌

炒到上色，然後將鍋內的蔬菜取出

備用。

雞肉徹底地擦乾後，裹上一層薄薄

的麵粉，鍋內再下點油熱鍋，用中

火依序將雞肉都煎上色，然後把步

驟 2 的蔬菜倒回去。

1. 2. 3. 4.

加入白蘭地和紅酒，並將鍋底的焦香刮起來回到醬汁內，聞一下只要煮到沒有酒精的刺鼻

味即可。加入番茄泥、月桂葉和巴西里的梗（葉子洗淨擦乾備用），入少許的鹽巴、胡椒

調味，煮滾後把火轉小保持微滾，蓋上鍋蓋燉煮約 40 分鐘，然後開蓋繼續燉煮約 20 分鐘

直到水份稍微收乾。也可開蓋後放入烤箱以攝氏 180 度烤約 30 分鐘。上鍋前再次用鹽巴、

胡椒調整味道，將巴西里葉剁碎後撒上去，搭配烤到酥脆的麵包一起趁熱享用。

Soac的美味筆記

我喜歡在家裡做燉煮類的料理，你所需要的只有時間，燉菜幾乎不會背叛你，宴客

時也可以先準備好，不用客人都入座了你還被綁在廚房裡忙亂。大部份的燉菜料理

都一樣，鍋內的材料經煎炒之後帶出焦香、厚實的甜味，加入紅酒的微微酸澀，伴

隨著時間融合在一起，熬成一鍋誘人又有層次感的料理。

紅酒的挑選上，勃根地可能是最佳的選擇，不過改成其他不甜、微澀的紅酒也相當

的適合，在法國不同的地區也流行用當地盛產的酒款替換，甚至改用白酒或香檳也

十分對味。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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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 
 BREST
巴黎布雷斯特泡芙
文字 , 食譜 , 攝影 /Soac 

材料 泡芙殼

奶油 85g

牛奶 120ml

水 120ml

糖 1 小匙

鹽 1 小撮

中筋麵粉 140g

蛋 5 顆

香提鮮奶油

1. 混合所有的材料，鮮奶油要從冰箱取出直接使用，用

打蛋器拌打至鮮奶油蓬鬆定型、不會流動的狀態即可。

泡芙殼

1. 取一醬汁鍋，加入 奶油、牛奶、水、糖和鹽，

用中火煮到徹底滾沸後熄火。

2. 一口氣倒入所有的中筋麵粉，並用木勺用力地攪

拌均勻，直到沒有麵粉顆粒為止。

3. 再次開火，用小火加熱醬汁鍋同時用木勺去拌炒

麵糊，直到底部有一層明顯的白膜，約 3-5 分鐘，

麵糊會濃稠定型像歐姆蛋一樣。

4. 將麵糊取出，然後一次加入一顆蛋，並用木勺仔

細地攪拌均勻，會有點累，加油！攪拌均勻麵團又

變成一團之後才能加入下一顆蛋，若有桌上型攪拌

機的話，可以用槳狀的攪拌頭用中低速慢慢打勻。

5. 處理完的麵糊應該是柔軟滑順的狀態，將木勺撈

起一團麵糊，會緩慢地流下，並在木勺底呈現滑順

的三角錐狀態。將麵糊填入擠花袋內，搭配中等大

小的圓形擠花嘴。

6. 烤盤上鋪一層烘培紙，先在底部擠上兩圈同心圓，

然後在頂端再擠一圈。取一顆蛋加一小撮鹽後打散，

在泡芙表面溫柔地刷上一層蛋汁，在撒上杏仁碎。

7. 放入預熱好的烤箱以攝氏 180 度烤約 30-40 分鐘，

等到膨脹且表面呈金黃色即可。關掉烤箱後把門稍

微打開，讓泡芙在裡面靜置降溫。

8. 取出泡芙，用湯匙或擠花袋填入香提鮮奶油即可。

1.

4.5.6.

2. 3.

作法

香提鮮奶油

鮮奶油 360ml

香草莢 ½ 根

君度橙酒 1 小匙

糖粉 約 2 大匙（可視個人喜好調整）

其他

蛋 1 顆

鹽 1 小撮

杏仁片，稍微捏碎 50g

糖粉 少許（裝飾用）

Soac的美味筆記

這個甜點翻譯成中文有個很

美的名字：巴黎布雷斯特，

最早一百多年前人們紀念法

國固定舉辦的自行車賽，由

巴黎（Paris）到西方的布雷
斯特（Brest）再回到巴黎，
全程超過一千兩百公里的超

級賽事，所以將這個點心做

成圓形的車輪狀，內餡填入

滑順細緻的香提奶油或堅

果奶醬。說起來泡芙殼的做

法雖然都差不多，不過卻有

各式各樣的變化，無論是小

圓餅、長條狀或是堆疊成雪

人狀都相當的迷人。對我來

說，泡芙最好吃的狀態是出

爐冷卻後的瞬間，只有這時

品嚐才能咬下滿口的酥脆，

所以全世界最美味的泡芙，

或許就在你家的廚房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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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七月在巴黎短居兩週，夏日的巴黎，溫暖

而流動的空氣退怯夏日悶熱，觀光客在羅浮宮噴

水池內的嬉戲，自行車隊的流竄巴黎街頭，舉目

街頭許多可愛的小店無不在門口貼起了 Fermeture 

Congés annuels。看來除了街頭咖啡館外只能躲在

羅浮宮、奧賽美術館之處吹吹免費冷氣，帶來些

夏日的清涼。

巴黎 PARIS 聖母院東側附近有一座很有趣的橋。

這座橋連接塞納河左岸與西堤島，但特別的是橋

上鐵欄杆上，繫上了好多絲帶、也扣上了很多鎖

頭。花花綠綠的乍看之下有些凌亂。但是若湊上

前去仔細觀察，原來這是巴黎人示愛的方式，他

們在金屬小鎖頭刻上彼此的姓名，在彩帶寫上愛

的隻字片語，在聖母院溫柔的身影之前，對著塞

納河的流水鎖上愛的見證。

法國夏日的感覺，無論你是在里昂這座超過

2000 年的古城，坐落在隆河 (RHONE) 與頌恩河

(SAONE) 匯流處，背面為富維耶 (FOURVIERE)

以及紅十字 (CROIX-ROUSSE) 丘陵。里昂的狹小

巷弄、隱匿在房屋間的串廊、河岸活潑的碼頭、

夏日
法國

作者 / 林裕堂 Moto

經歷 / ANL 艾而歐語 執行總監

台中歐洲文創協會 第 1 任、第 2 任 理事長

台中歐洲影展 2010, 2011, 2012, 2014 策展人

2014 歐洲生活節 策展人

★MOTO的法國電影筆記 # Vol.1★

●夏日法國的選片不是全面性的彙整法國

電影，而只是筆者自己那顆不安的靈魂給

釋放與解脫。                                

                   -Moto Lin

半島上的寬廣廣場，整個里昂市都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夏日給法國人又是什麼感覺、假期、海灘、青春、

胴體、家族、親情、友情、禁忌的愛，在鄉間聚餐、

湖邊跳躍、海邊的奔跑亦或者一段不能說情愛，

一向多元且包容法國能容許可不只這些。在夏天

可以找到答案。

法國是自由的國度，絕對不是政治上的自由，思

想、人性毫無羈絆般的狂野奔放，情感的壓抑與

曖昧的流竄，當夏日來臨時，那個不安靈魂正蛻

去人類道德軀殼，奔向屬於自己的夏日慾望。

歐洲電影的多元與深度一向是好萊塢商業電影無

法比擬，法國電影更是歐洲電影的龍頭，現在無

論再拿起新浪潮楚浮的電影、或者近幾年的法國

電影，都可以看到許多導演，努力掙脫商業電影

的束縛，而將人性的潛意識那份禁忌不安的靈魂

給釋放與解脫。

1.

5.

夏日之戀 Jules et Jim 

楚浮 François Truffaut / 1962 年

楚浮自由大膽地運用各種影像上的可能性，卻完全無傷故事的

精髓，將兩個男生與一個女生的戀情在楚浮改編文學時的自信

與個人特質，電影絲毫不被文字拉著鼻子跑，而以彷彿信手捻

來的敘述，鏡頭視覺卻又張力十足。

夏日時光 L'Heure d'ete

阿薩亞斯 Olivier Assayas / 2008 年

阿薩亞斯以細膩的筆觸描寫了一個面臨薪火傳承和遺產繼承問

題的現代家庭。影片中描繪一個典型的法國家庭，在全球化浪

潮下，各自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故事

裡的家庭成員之間，雖然相隔距離遙遠，見面機會很少，但仍

然保持著深深的親情。

不設限的美麗 Lily Sometimes

法比安貝荷托 Fabienne Berthaud / 2010 年

2010 坎城影展導演雙週最佳影片

她很天然，滿山谷去撿動物的屍體好作成小飾品。她很野，勇

敢拉著男孩大聲說做愛。某天，母親去世，姐姐從城市來照顧

她，身處繁複的新規範，站在少女與成人的交界，想像力成了

莉莉的超能力。美貌、演技兼具的露迪芬莎妮，成功創造了莉

莉這個極為獨特的角色，騷動了道德與理智的界線，在絕艷的

光影之中，觸動了靈魂的蕊心。

裝扮遊戲 Tomboy

瑟琳 ‧ 席安瑪 Celine Sciamma / 2011 年

謊言？秘密？電影描述還未出現性徵的 10 歲女孩洛兒，因外型

與舉止非常男孩子氣，搬家後被鄰居女孩麗莎誤認為男生，於

是乾脆「隱性」埋名，替自己起了個男生名字「米克」，還進

一步與麗莎滋生出微妙情誼。故事從洛兒的無心謊言開始蔓生，

處處埋下衝突的種苗，但導演去掉譁眾取寵的偏鋒，將重點明

晰體現，並在鋪排上展現全面的關懷與包容，讓容易淪為刻板

的題材更立體，深富同理心。

印象雷諾瓦 Renoir

吉爾 ‧ 布都 Gilles Bourdos / 2012 年

由法國導演吉爾布都、台灣攝影大師李屏賓所掌鏡，《印象雷

諾瓦》避開了雷諾瓦的成名過程、也不談他在印象派中的青壯

與創新理論之地位，電影所挑選講述的，是 1915 年雷諾瓦晚年

喪妻成為鰥夫之後的餘生記事，以及他的家庭與工作成員之間

的相處點滴。這些動人光影背後的故事，將一幅幅走出畫框，

展示在世人眼前。

美麗誘惑 Jeune et Jolie

佛杭蘇瓦歐容 François Ozon / 2013 年

是一部以令人深思的手法探討早熟少女對性態度的法國電影，

本片敘述一名 17 歲少女主要對於青春期所帶來的變化與衝擊，

加上家庭與當時社會的影響之下，少女伊莎貝爾藉著援交展開

了摸索人生以及與眾不同的成長史。為第 66屆坎城影展競賽片、

於聖賽巴斯提安國際影展獲得 TVE Otra Mirada Award 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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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入學當天到她班級門口，小女完

全沒有青澀、害羞、哭鬧黏爸媽，只

有轉頭露出陽光般的笑容，很阿莎力

地跟爸媽說了「再見！」就進教室了。

在法國上學是就學區讀，學校離家很

近步行約 10 分鐘，如果父母親不需

工作或是時間餘裕的，我們都會接回

家吃午餐，下午再送回學校繼續上

課。

太陽跟孩子都捨不得回家

每當放學後這隻小老虎 ( 小女是虎年

生的 ) 總會用著可愛水汪汪的喵喵大

眼睛，兩隻手緊緊握著抱在胸前詢

問我：Maman, 我可不可以去玩溜滑

梯？ Lennie 能在下課後玩耍其實也只

有夏天的這段時間，歐洲的夏天不會

太熱，太陽每天到晚上 10 點後才願

意回家，趁著夏天就讓她外出玩玩，

多結交朋友。等冬天一到外面冷到像

被揍，一下課爸媽們都趕緊拎著小朋

友回家，這時自然也只能回家看卡通

囉！

小班新生入學當天晚餐時和我先

生 -Marco 閒聊，Marco 跟我說公司另

一部門女同事的兒子一樣新生入學，

我心想這有什麼好跟我講的。重點來

了，這位女同事由於兒子要上學了，

他因為看不到小孩太難過了，難過到

沒辦法上班所以請假一星期！這種理

由在台灣我想連提出都有困難，何況

是一個禮拜，我只能說法國政府和公

司有體貼到人民，如果沒體貼到我想

會換來無數次的抗議和罷工，這招在

法國真的是無敵絕招。題外話 - 很多

人都知道法國有名的凱旋門、巴黎鐵

塔、價錢貴到可以在台灣買 50 包乖

乖的 La durée 馬卡龍，還有被瘋狂追

求的 Louis Vuitton 和 Chanel，但是較

少人知道法國另一個特產就是抗議和

罷工潮。

孩子們的交際應酬

 回歸正傳，我發覺下課後的玩耍是很

重要的，就是個兒童版的社會交際。

全校下課後，幼稚園和小學區學生全

都擠在遊樂設施玩，高高低低年級

生都有，幼稚園生和小學生全都玩在

一起，他們會一起分享餅乾和零食，

遊樂設施旁圍著大量的媽媽和小眾的

爸爸邊抽煙邊聊八卦，似乎大家都很

放心孩子們，遊樂場裡形成特別的兩

種風景。只有我這新手媽媽眼睛緊盯

Lennie不放，擔心他跌倒或是被欺負。

幾次以後後我也入境隨俗，完全放手

讓小女自己去她的交際應酬。

另一個發現是，我越不去干涉 Lennie

太多，他越會自編自導自演新的劇

本。每天中午去接她走在回家的路

上，雖然只有 10 分鐘不到，但是他

每天都在扮演不同角色，前天是公

主，昨天是小紅帽，今天則是成了超

人，有時還邊走邊撿路邊的樹枝、葉

子、羽毛甚至還有乾掉的蝸牛，這

些東西都還不能丟掉，記憶超好的

Lennie 會天天細數，我的天啊，我們

家好多垃圾寶。

以我大剌剌的個性以為送小女上學就

是一般上學生活了，但這裡跟台灣

完全不一樣，沒有課後輔導、補習班

和安親班，連功課都沒有，上學就是

邊學邊玩。他們也有戶外教學，法文

不優的我，每次送完小女到班上後就

立刻閃人，從不仔細看班級外的公佈

欄，所以從不知道有戶外教學這件

事。直到某次 Marco 接 Lennie 回家後

跟我說：你要不要參加戶外教學？教

室外的佈告欄有寫，要參加的爸媽就

自己寫上名字，你知道這件事嗎？我

睜大眼睛看著 Marco 問：有這回事嗎，

我怎麼從不知道呢？ Marco 很希望我

可以參加，要我親自把自己的名字寫

上志願單裡面，我內心一片掙扎，我

不想放棄我的短暫單身生活，可是現

實理智告訴我不能錯過 Lennie 的學

校生活，要不然我會後悔。隔天我便

硬著頭皮在布告欄上寫上”maman de 

Lennie”(Lennie 的媽媽 ) 。

戶外教學活動

第一次的戶外教學是在農場學習，農

場顧名思義就是蔬菜和水果，但小

朋友們腦子裡似乎都以為農場裡有很

多動物，纏著我問我動物在哪裡？媽

呀！這裡只有蔬菜水果和昆蟲，我只

能用我的和蔬菜一樣菜的法文生硬跟

他們解釋為什麼這裡沒有動物，我好

擔心他們聽不懂我很菜的法文。第一

次的戶外教學過程和經驗都很不錯，

讓我認識到法國的教學和學習到更多

法文單字。

學期末放暑假前，學校會舉辦校慶和

成果發表會，在舉辦的日子到來前兩

個月，班導師會聯絡家長們下課後晚

上六點到學校班級和老師開會數次，

最主要希望家長們可以提供幫忙和協

助，開會這件事我就完全交給我的下

屬 Marco 去處理，回家後再來向我稟

報怎麼協助級任老師。校慶活動時學

校會設置很多不同關卡遊戲，想要玩

遊戲就必須買遊戲券，幼稚園和國小

遊戲卷 10 張票 2 歐元 ( 約台幣 80 左

右 )。在法國上學從幼稚園到高中通

通是免費的，只有在學校餐廳吃飯需

要自費，和準備上課用的文具、筆記

本。因此校方只能靠校慶時賣遊戲卷

募集經費，也有家長會做些蛋糕、餅

乾到學校賣，賣出的錢歸校方幫忙補

貼學校。

校慶結束後兩個星期就放暑假了，整

個小班上下學期能平安度過 Marco 功

不可沒。再三個月這學期就要結束，

9 月開學後 Lennie 就要從中班升到大

班，再一年就要上小學了，我這新

手媽媽的法國日常也會繼續跟大家分

享！

DAILY
法國日常 -圖文專欄 #上學篇
文字 /Tsai Wan Ting    攝影 /Marco

tous les jours

小女 -Lennie 今年五歲，目前就讀幼

稚園中班。自從生下她後，我們母女

倆就像連體嬰般形影不離，小女要到

哪我都奉命陪同。一直到她滿三歲準

備上幼稚園，心中真是無比的高興，

我終於可以短暫的恢復單身生活，當

老公上班小孩上學，我一個人在家可

以做很多喜歡的事，甚至還可以出去

走走很悠閒，在這個溫吞吞，平均工

時不長，罷工當常態，休假無敵多的

法國，自己獨處的時間真的是很短暫

的，有如曇花一現！ Lennie 要上學的

事我比所有人都開心，主要還是他終

於有陪玩的朋友了。其實他和我在家

時是很寂寞的，因為我不是那種很懂

得陪小孩玩的媽媽，在還沒上學前我

們經常去市中心走走逛逛，她只要一

看到不認識同齡小朋友，不管人家要

不要跟她玩，直直的往前衝，玩到要

回家了他還會擋在我們前面不准我們

靠近她和新朋友！這就是家中只有一

個小孩的寂寞吧！

Le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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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POND
SMITH
HOTEL
異地秘旅
的
假面邂逅

Info.

DUPOND SMITH 旅館 

5 星

地址： 2 Rue des Guillemites, 75004 Paris, 法國

T +33 (0)1 42 76 88 99

F +33 (0)1 42 76 88 90

杜邦史密斯酒店

DUPOND SMITH
HOTEL

DUPOND SMITH 旅館地處巴黎市

中心的瑪黑區 Marais，步行至羅浮

宮約 15 分鐘。旅館由一幢 17 世紀

的樓房改裝而成，規模不大但規劃

十分精緻且別具巧思，使用大量的

品牌家具營造極致奢華的現代旅店

空間，僅有 8 間客房 (5 間標準房與

3 間含有客廳的大套房 ) 。

旅館的改裝設計由建築師 Anne 

Peyroux 和 Emmanuele Thisy 所 規

劃，每間客房皆有專屬的名稱，名

稱從各種領域的知名人物所使用的

筆名或化名轉化而來，像是創作了

兩千四百位人物的法國文學巨擘奧

諾雷•德•巴爾扎克，或是取自 1998

年荒誕好萊塢喜劇電影” An Alan 

Smithee Film:Burn Hollywood Burn”

中的主角名稱艾倫史密斯，以及死

因眾說紛紜的 27 俱樂部成員吉姆莫

里森 ( 註 : 見 p65) 等等，從這些已

故或虛構的化名中以一種具哲學思

考的態度塑造投宿旅店空間氛圍，

也許是希望擺脫原本的身分逃離現

實一段時間，也許是對理想的短暫

寄託，從這些名字 ( 或房間 )，找尋

到另一種旅行的目的與意義。

這些房間分別使用了大量的知名品

牌的家具，並且依照主題挑選了

個別的壁紙、磁磚或是窗簾等等，

色彩與質地紋理搭配細膩。像是

房間”Lord R’Hoone”，文學作

家奧諾雷•德•巴爾扎克年輕時常以

Honore 為筆名發表作品，房間便是

以 1822 年至 1827 年的巴爾扎克為

發想設計，使用純白有著幾何摺紙

紋路的壁紙為基底，和墨綠色絨布

面窗簾及柳橙色的衣櫥家具作為對

比，架構出空間的主要色彩。純白

牆面上深淺不一的摺紙紋路，有著

規律但柔軟的摺線，巴爾扎克的兩

千四百多位人間喜劇主角似乎就藏

匿在這無暇但充滿細節的牆面中，

住進這房間裡，細細品味這位被稱

為法國社會百科的文學創作之路，

房間還附有陽台和小花園，在這裡

享用早餐是最棒的選擇。

DUPOND SMITH HOTEL 建築師

Anne Peyroux & Emmanuele Thisy

文字 / 蔡祐緯 

圖片提供 /Dupond Smith Hotel, Anne Peyroux, Emmanuele Thisy

8位匿名宿者，8種不同房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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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 R´Hoone James Jewel

Table Bobine

Designer : André Kikoski

Lampe Mardi

designer : Guillaume Bardet

Rocher

Designers : Hertel & Klarhoefer

Guéridon Black Forest

Designer : Out of stock

Chaise Guggen

Designer : André Kikoski

Villa Rose

Designer : François Azambourg

Table Thot

Designer : Pierre Paulin

Ligne Roset Products

Intuitu 房型Incognito 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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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a Gazul more room...

Litho

Éditeur : Ligne Roset

Ring my Bell

Designer : Arthur Hoffner

Lampe Desa

Designer : Pierre Charpin

Ligne Roset Products

Chaise Guggen

Designer : André Kikoski

Chevet Parigi

designer : Studio Catoir

Lampe Olive

Designer Numéro 111

Lampe vide-poche Arnaud

Designer : Arnaud Lapierre

SERPENTINE

designer : Eléonore Nalet 

備註：

奧諾雷•德•巴爾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法國 19 世紀現實主義的著名作家，創作”人

間喜劇”共 91 部小說，包含了兩千四百多個

人物，被稱為是法國社會的百科全書。

“An Alan Smithee Film:Burn Hollywood Burn”

1998 年由 Arthur Hiller( 片尾他以 Alan Smithee

化名 ) 執導的喜劇電影，席維斯史特龍、琥碧

戈柏和成龍客串演出，耗資千萬美元卻僅有

52850 美元票房 ( 僅 19 家戲院上映 )，並獲得

了 4 座金酸莓獎。

27 俱樂部 27 Club

這裡指的是一群在 27 歲過世身亡的傑出音樂

家們，吉姆莫里森 Jim Morrison 是普遍公認的

其中一員，為門戶合唱團 The Doors 的主唱，

其他 27 俱樂部的公認成員還有滾石樂團吉他

手布萊恩瓊斯 Brian Jones 和超脫樂團主唱柯特

科本 Kurt  Donald Cobain 等。

三種房型共 8 間客房的匿名名稱

Alias 套房 :

Alan Smithee , Joseph L’Estrange
Incognito 套房 :

Lord R’Hoone , Mr Mojo Risin , Clara Gazul
Intuitu 套房 :

Saint Leger Leger , James Jewel , John Doe

Incognito 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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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 12
Bistronomy , Paris 

Info.

12 Rue Des Messageries 75010 Paris

+33 (0)1 42 46 22 64

接受線上訂位

接受信用卡及現金 Visa, Mastercard, Carte Bleue

例假日及國定假日公休

週二 - 周五 午餐 12:00~14:00

週二 - 周六 晚餐 19:00~22:00

第 12號門，光與影的迷走與嬉遊

文字 / 蔡祐緯  圖片提供 /RARE Archit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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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 12 的名稱與地址同為 12 互相

呼應，中文的意思是”第 12號門”。

過去這裡是訂製服及內衣工坊，出

產著一件件美麗華服與精密車縫的

衣裳，現在由主廚 Vincent Crepel

執掌，同樣揮灑源源不絕的靈感，

創作出令人驚豔讚嘆的藝術作品，

讓這空間裡的過去與現在，發生巧

妙的聯繫。

關於空間設計

About the space

店內空間以藍色與白色為主，點綴著溫暖的黃色光源。

Michel da Costa Gincalves & 

Nathalie Rozencwajg

Porte 12 的 空 間 設 計 由 Rare 

Architects 所負責規劃。空間以法

國藍與金屬銅色交織出過去與現在

的對話，吊燈的金屬鋼圈如同訂製

服的馬甲束腰，牆壁與空間的昏黃

燈光，在鏡面與金屬間閃爍輝映，

加上從開放式廚房中透出的微微光

線，在這不大的空間中，多種不同

的光線漫射散射，加上一點酒精催

化，也許真是一場穿越時空的美味

旅行。

Rare Architects 由 Michel da Costa 

Gincalves 和 Nathalie Rozencwajg 所

主持，在英國倫敦及法國巴黎均有

工作室，除了空間及建築設計外，

並致力於教學並成立工作坊，在英

國、法國、新加坡、西班牙等地均

曾任教，同時也出版許多建築相關

書籍。

Fever in France 
Interior

68 69



About the bistronomy & chef 

關於餐廳及主廚

Porte 12 是 出 身 台 灣 的 國 際 名 廚

Andre Chiang 江振誠在法國開設的第

一家餐廳，定位為近幾年來十分風行

的 Bistronomy ( 註 1) 美食小酒館，菜

單依照時令食材更換，讓自由奔放的

年輕主廚 Vincent Crepel 展現不凡手

藝，顧客們也能在溫馨輕鬆的環境氣

氛來享用美食。

◢ VIK 染黑橡木椅腳單椅

design : Thibault Desombre 

十分輕巧的餐椅設計 ( 可選擇背面有

提把的款式方便移動 )，椅套能完全

取下替換清洗，另有雙邊扶手的款

式。

◥ PARACHUTE 吊燈

design : Nathan Yong 

黑色及紅銅色兩種金屬線圈燈罩，

共三種不同尺寸可任意配置於向

上或向下的方向，搭配 23W E26

直徑 120mm 暖白光 (color 827) 的

球型省電 ( 歐規節能 A 級 ) 燈泡。

備註 :Porte 12 案例中為搭配其他

燈具的燈光顏色，更換了燈泡的

種類。

註 1

法國餐館分類

Café 咖啡輕食／ Bistro 小酒館

Brasserie 一般餐廳／ Restaurant gastronomique 高級餐廳

Bistronomy ( Bistro+Gastronomy) 小酒館美食

Bistronomy 是近年才有的詞彙，有越來越多的小酒館也能找到美食，且價格平易近人，因此開始也把

Bistro 與 Gastronomy 連結，稱呼這種類型為 Bistronomy。

Porte 12 獲選為 2015 年法國美食指南

(Le Fooding Guide) 的最佳餐廳 (Best 

Table) 項目。更多法國優秀餐廳可上

lefooding.com 查詢。

主 廚 Vincent Crepel， 在 瑞 士 十 分

著 名 的 Hotel de Ville Crissier 中 在

Philippe Rochat & Benoît Violier 下師

事廚藝，並在 Andre Chiang 在新加坡

的餐廳”Restaurant Andre”擔任副廚

兩年半，現今為法國巴黎餐廳 Porte 

12 主廚。

PORTE 12
中的家具

在 Porte 12 中使用了 Ligne Roset 在

2014 年銷售最佳的兩項產品，一是

燈具最佳銷售的 PARACHUTE，自由

度極高的 PARACHUTE 有多種組合

的方式，多盞同時陳列時效果極佳，

十分受到設計師們的青睞；另一則是

餐椅最佳銷售的 VIK，VIK 十分輕巧

方便移動，後方還能加上把手，今年

更推出了同系列的 VIK 2 及加入皮革

雙面異材質的的姊妹款 MOTUS，豐

富的選擇讓家中布置更顯個人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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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迷踨 J圖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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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JARDIN 花園 
A.非洲女神貴族耳環，NTD$7,800 by Anton Heunis at Passhion

B.花瓣髮箍，NTD$9,800 by Eugenia Kim at Tuan Tuan

C.繡球花語髮箍，NTD$17,780 by Alexandre Zou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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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ury
Journey
皇家饗宴

在本期創刊號裡，我們帶你一覽由維多利亞建

設集團耗資兩億打造的德朗法式餐廳，高水準

的硬體和軟體彷彿置身在歐洲皇室。

德朗原為維多利亞集團的私人會所，隨著臺

灣的宴客需求量大增，後轉為對外開放，除

了對食材嚴格要求外，也在軟體上下了紮實

的功夫，而德朗在業界知名的就是細膩的管

家服務。

英式皇室管家的全方位服務

De Loin德朗頂級法式料理

在德朗餐廳裡，你看不到服務生，

所有在外場與顧客應對的都是打

扮體面的管家，他們各個經過專業

培訓，以英國皇室管家為目標，最

快 3 個月、最慢一年完成培訓，而

從實習管家到正式管家約花上 8 個

月，培訓內容除了基本的公司文

化、講解每一道菜的工序，還有人

際關係、顧客心理學課程，身為德

朗的管家，必須隨時充實自我、了

解時事，以便在餐間與客人互動，

也能幫主人家巧妙化解尷尬話題。

此外，德朗也設置教育基金，補助

員工在職進修、考證照。每年還會

送 7 到 8 位管家出國教育訓練，公

司選定餐廳，讓管家們親身體驗金

字塔頂端的生活方式，如此才能打

開眼界，回到工作崗位後，能更了

解客人的思維和感受。

除了藉著管家與顧客建立良好的關

係外，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滿足每

個人的味蕾。來自香港的德朗主廚

陳宣達，他笑說：「會踏進廚藝領

域完全是因為小時候需要零用錢，

所以國中時在香港就到處到餐廳內

場打工，」在各個餐廳的廚房間流

轉就是 20 多年。陳宣達喜愛繪畫，

在構思料理時，常會拿起畫筆在紙

上作畫，想著這樣的綠色、紅色配

色該怎麼以真正的食材呈現 ? 就像

這一季的午餐，他希望在這冬末春

初的時節揮灑多點綠色，讓餐桌看

來春意盎然。

正當我們說著，管家為我們送上第

一道前菜：金豆紅袍水雞佐白蝦山

葵。擺盤滿溢著荷花池意境，田雞

包裹四川花椒酥炸而成，上覆金蓮

葉，輕咬一口，馬上感受花椒的麻

感散在嘴裡。一旁的醬料由 : 溫潤

微甜的甜豆泥、微嗆的水田芥泥、

辛嗆的芥末組成，包含四川花椒，

共有 3 種不同層次的辣做變化。

第二道前菜是加泰隆尼亞風味螯蝦

搭配燉煮甘藍鮭魚，螯蝦經香煎再

稍微烤過，吃起來甜脆有勁，螯蝦

底下是加泰隆尼亞風味醬，由龍蝦

頭和魚頭熬煮而成。鮭魚薄片經低

溫蒸煮，底下鋪上橄欖菜，並以蛋

白製成小白球點綴。特別的是，主

廚加了童趣在此，他藏了一層飛魚

卵，當你咬下一口時，像是有彈跳

小球在嘴裡亂竄的趣味。

加泰隆尼亞風味螯蝦

搭配燉煮甘藍鮭魚 

主菜：鹽烤厚朴老

饕佐紫酥風乾番茄

金豆紅袍水雞

佐白蝦山葵

右圖：甜點三式

左圖：主菜罌粟芥籽燉烤

龍蝦襯油漬番茄鮑魚橄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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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ch-interior.com

TEL:+886-2-23916888   EMAIL: sidc@senjin-design.com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247號9樓 

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1065号26层2608室 

王俊宏 X 森境

室內裝修設計

2007  iF DESIGN AWARD 空間類
2007  15th APIDA DESIGN AWARD 住宅類
2007  IDCF 2007 DESIGN AWARD 餐館酒吧類
2007  IDCF 2007 DESIGN AWARD 樣板房類
2008  TID AWARD 居住空間類
2011  9 th現代裝飾國際傳媒獎 年度家居空間大獎
2011  101DESIGN AWARD 頂尖設計師
2013  21th APIDA DESIGN AWARD 住宅類
2013  百大人氣設計師人氣獎
2013  設計家年度風雲設計師獎
2014  22th APIDA DESIGN AWARD 住宅類
2014  中國廚房設計獎
2014  金堂獎住宅空間獎
2014  百大人氣設計師人氣獎
2014  TID AWARD 居住空間類

主持設計師／王俊宏
現          職／森境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王俊宏設計諮詢(上海)有限公司負責人
得 獎 記 錄／

攝影師／KPS游宏祥

攝影師／KPS游宏祥

廣告企劃

前菜後，管家呈上了阿月渾子伊比

利豬鑲原汁燉菜。主體為伊比利豬

肉搭配豬脂油，上頭灑上開心果末；

湯品則是熬煮 8 小時的法式澄清

湯，這是法國國宴上常見的湯品。

這道有 3 種吃法，建議先乾吃，因

為豬肉的膠原蛋白在嘴裡會有爆漿

感；或是一口吃肉一口喝湯，又或

是倒湯入盤，享受豐富的滋味。

接下來，管家推著推車送上主菜，

為我們切塊德朗經典招牌：鹽烤厚

朴老饕佐紫酥風乾番茄。採用美國

極黑牛的上蓋肉部位，主廚採和風

作法，用竹炭鹽包覆牛肉，再用蒲

葉包起來烤 5 到 7 分熟，配菜是紫

蘇葉覆風乾番茄，以及拌炒過的牛

筋牛骨髓。不須過度調理，在咀嚼

間就能感受到純粹的美味，以及食

物的原味。

若是主菜想換成海鮮，那麼罌粟芥

籽燉烤龍蝦襯油漬番茄鮑魚橄欖絕

對是你的首選。整隻龍蝦、九孔鮑、

鮮蔬、香料被布里歐麵包密實地包

裹著，並加入番茄為基底，透過蒸

氣悶熟的階段裡，會釋放出清爽天

然的海鮮湯。在食用龍蝦時，可

與月桂葉一起入口，增加植物天然

香氣，麵包也能沾著微酸微甜的湯

汁，或是九孔鮑與麵包一起下肚，

一軟配一硬、一硬配一脆，隨性玩

口感。

最後一道則是甜點，主甜點液態氮

快速冷卻的柚子冰沙，上覆草莓

薄片，使用前拿起叉子毫不客氣地

打碎一起使用，冰沙的棉密和薄片

的脆感，讓味蕾再次甦醒。一旁的

副甜點為巧克力三明治，上頭灑上

鹽之花，中間有焦糖，兩種味道在

嘴裡層次分明、均勻，毫不打結；

香蕉蛋糕上頭則鋪上宜蘭特有的金

棗，香蕉的甘甜和金棗的酸脆，這

樣的組合令人感到驚喜微妙，也可

切著一旁的紐西蘭 baby kiwi 一起入

口，甜點整體而言可說是走簡約輕

薄風，降低糖、奶、蛋的比例也讓

人吃得沒有負擔。

在德朗品嘗佳餚的午后，視覺和味

覺感到無比享受，也在在感受到德

朗主張的「很簡單」、「很健康」、

「很精緻」。餐畢，放下餐具，我

已開始捨不得離開這座城堡。

德朗主廚陳宣達

由左至右依序為等候區、入口印象、用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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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蕾漫步

Modern French
世界同步流行的現代法國料理。 

Ephernité 法緹法式料理的負責人暨主廚黃詩文 (Vanessa) 端上

一道道菜色，與我們分享慢食文化，以及隨性的法式生活風格。

Ephernité 法緹法式料理 

採訪編輯 - 呂佳樺  攝影 - 李育嘉

以小花園為概念

所設計的甜點盤

甫於今年一月試營運的 Ephernité 法

緹法式料理，靜靜地座落在臺北的

安和路上，低調的外觀讓人容易忽

略它的存在，但地道的法式慢食氛

圍和清爽的 Modern French 料理，

還是讓這間法式餐館每晚高朋滿

座，一位難求。

Vanessa 領著我走進餐廳後方的一

張木頭長桌，一旁的落地窗外則是

花圃，菜色中所需的香料皆取自於

此。在等待主廚之一的 Max 準備

菜色時，我邊啜飲著紅酒，Vanessa

邊分享著這間餐廳的精神，「Fine 

Dining 不一定要很拘謹嚴肅，我們

希望每位客人走進餐廳時，都能有

回家的感覺，」Ephernité 就像你

的朋友宴客一樣，沒有菜單，不為

菜色命名，單純地分享在自家廚房

裡用心、用腦力烹調出的料理。

Vanessa 也補充說道：「除了慢食

文化，我們也引進法國現正流行的

Modern French 料理風潮，也就是

說，餐桌上不會出現紅酒燉牛肉、

馬賽魚湯、濃厚的起士、奶油，而

是口味清爽的新穎法國菜。」

Ephernité 為確保食材來源和新鮮，

與陽明山上的有機小農長期配合，

僅採用當令蔬果，而每天早晨上傳

統市場尋覓新鮮肉類和海鮮也是

Vanessa 的固定行程，不經意地看到

鮮美櫻桃或藍莓就抱回廚房和 Max

發想如何調製成醬料。在這間餐廳

裡，所有呈上桌的都是團隊買來親

手製作調理，絕無加工現成物，餅

乾、冰淇淋、巧克力、醬汁等都是

在廚房完成的。

說著聽著，第一道上桌的是甜菜

和羊奶捲 / 楓糖核桃脆片開胃菜，

甜菜泥彷彿奶油般入口即化，若搭

上香檳，則能提點出核桃的香味。

第二道前菜是金目鯛沙拉，魚為早

上現買現殺現片，剩餘的魚骨魚頭

則熬高湯，不浪費一丁點食材；

Vanessa 將各式香料調入法式黃芥末

裡，魚片沾著溫潤滑順的黃芥末以

及巴沙米克晶球入口，沉穩的鮮魚

和彈跳感的創意組合令人大讚。期

待著主菜前，Max 端上了一杯有著

帶有輕微辣味的紫高麗

與紫花椰湯汁

加入多種不同香

料調製的黃芥末

與巴沙米克晶球

搭配新鮮生魚片

主菜：24 小時低溫烹

調的豬肉與馬鈴薯泥

甜菜和羊奶捲搭

配楓糖核桃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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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 MY BELL 桌燈

by Arthur Hoffner

浪漫紫色的湯品，這是由紫高麗和

紫花椰打成的湯，上頭以巴西里香

料油和西班牙風乾辣椒油點綴，以

提升香氣和口感層次，味蕾備感滑

順清新。緊接著上桌的是主菜，豬

肉經 24 小時低溫烹調 (60-80 度 )，

和著味噌慕絲、馬鈴薯泥和肉汁一

起入口，互不干擾的風味特性讓每

一個的滋味都不同，一旁的羅馬花

椰和由紅甜菜染色的脆片也可以隨

性剝著一起食用。最後，則是令人

期待的甜點，這道以小花園為概念

的甜點絕對能讓有著少女心的饕客

在內心尖叫不已，由巧克力、檸檬

草、花瓣、百香烏龍塔、香草冰凍、

焦糖香蕉、香料餅乾組成的花圈看

似優雅，其實冰淇淋藏著跳跳糖，

這樣出其不意的啪啦啪啦口感就是

Vanessa 想帶給客人的俏皮驚喜。

在品嘗的過程中，我拿著刀叉在盤

子上隨意比劃，一下單吃著魚片，

一下又隨意和著花瓣吃，不去多花

心思想著盤內食物是否有先後順序

的吃法，Vanessa 徵著圓圓的眼睛說

著：「你只管慢慢地吃，把這裡當

作家，這張桌子你訂了，當晚就是

屬於你的，不了解這盤菜沒關係，

只希望你享受當下。」雖然一頓晚

餐要花上 3 個多小時，但這樣不急

不徐的用餐文化可以讓你靜下來，

純粹體會食物的美好，也許，慢慢

來，比較快，N'est-ce pas?

活潑開朗的主廚

黃詩文 Vanessa

店內裝潢是屬於十分現代摩登的風格 店內的小花園提供了餐點使用的香料及花草

C h â t e a u  G u i b o t  L a 

Fourvieille 2011 

法國波爾多吉寶拉菲兒

酒莊紅葡萄酒

吉寶酒莊

ChateauGuibot 位 於 法

國波爾多右岸聖愛美

濃 Saint-Emilion，使用

有機釀造法釀造，並擁

有機認證。100％桶內

發酵，黑醋栗果香，

帶甘草香辛料及烤烘橡

木味，皮革及煙草的餘

韻。果味平衡，細緻滑

順的單寧，酸度及酒體

均衡，尾韻回味優雅。

VEUVE Du VERNAY 

凱歌杜凡耐 氣泡酒

產區法國的凱歌度凡奈

氣泡酒，使用長期配合

的白于尼、白梢楠、白

福爾的優質葡萄製成，

氣泡酒鮮明的淺黃色中

帶著些微綠色色澤，氣

泡多且細緻，品嚐起來

帶有清新細膩的黃色水

果香氣，鮮明充沛，這

是一隻既優雅且均衡舒

適的酒款，適合在各種

場合品飲享受，冰至８

度Ｃ左右，做為開胃酒

或搭配甜點風味最佳。

Chambolle–Musigny

勃根地 DPH- 香波蜜思

妮一級莊園 " 愛侶 " 紅

葡萄酒

葡萄產區於特級名酒 «

蜜思妮 » 產區之下。淺

層礫質土壤，在基岩的

許多裂縫極助於藤蔓增

長。葡萄藤平均年齡

為 55-80 年。此酒在橡

木桶養護陳釀 18 個月

(100% 的新橡木桶 )。

酒色澤深濃鮮豔，發出

微妙的酒香及香料風

味。這款優雅名酒風味

十足且具女性微細特

質，與各樣極度精緻美

食和中等口味的奶酪搭

配，會神奇彰顯現出它

的美酒特色。

VEUVE Du VERNAY 

凱歌杜凡耐粉紅氣泡酒

產區法國的凱歌度凡奈

粉紅氣泡酒，使用長期

配合的希哈、先梭和格

納西的優質葡萄製成，

氣泡酒帶有明亮鮮豔的

玫瑰色澤，氣泡繁多細

膩，品嚐起來口感飽滿

均勻，美麗的玫瑰花香

充滿口腔和鼻腔，些許

的酸度帶給人愉快的新

鮮感，冰至８度Ｃ左

右，做為開胃酒或搭配

甜點風味最佳。

VOSNE–ROMANEE

馮內 - 羅曼尼紅葡萄酒

產區為馮內 - 羅曼尼南

部單一園地的馮內 - 羅

曼尼紅酒，園地內的土

質為鈣質混合的黏土泥

灰岩，平均葡萄藤年齡

為 50-90 年，紅酒的丹

寧酸成分明顯且強勁，

然而又甜蜜、香柔和口

感豐富，搭配纖維有勁

的肉類，將表現此酒的

涵蓋能力及大幅提昇升

它的價值。在溫度與濕

度適宜的條件下可保存

8-12 年。

微醺時分

未 成 年 請 勿 飲 酒

A

A

B

B

D

D

C

C

E

E

選酒．文字提供／蘿蔓妮酒藏

廣告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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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ÊVER
巷弄裡的年輕理想

夢想，便是這樣赤手空拳打造而來。 

一至中午，位於六張犁捷運站附近，隱身於巷弄裡的無二烘焙工作室，走進絡繹不絕的白領上班

族，紛紛在用餐完畢至此享用甜點；步出無二，人們帶著心滿意足的笑容，回到各自的崗位上。

無二的甜點，便是在這樣的日常裡，扮演著傳遞力量的角色。

無二烘焙工作室裡，靈魂人物之一

的 Tim 畢業於臺大森林系，平日

的休閒活動除了打球、玩電動之

外，便是烹飪。Tim 熱愛美食，也

喜愛收看大大小小、國內國外的美

食節目。從布朗尼到檸檬塔，他首

先獨自走了一遭「美食家的自學之

路」；在服完兵役後毅然決然轉換

跑道，懷抱著熱情與理想，赴法國

Ferrandi 學習甜點。在巴黎的甜點

學校，等待著他的不僅僅是那份關

於甜點的夢想——Tim 也邂逅了生

命中的女人，現在的太太 Winnie。

「當熱情還很滿的時候就去做，等

到三、四十歲的話就來不及了！」

「他回臺灣後決定要開店，所以就

這樣把我騙過來了。」Winnie 笑著

說道；小倆口甜蜜地對視，彷彿開

店以來經歷的艱辛於他們而言都不

算什麼。來自澳門的 Winnie，赴巴

黎之前唸的是工商管理。與 Tim 不

同的是，Winnie 的熱情在於「擁

有一間店面」，而非丈夫滿腔的傾

注於製作甜點的過程，但兩人卻也

因此相輔相成。Tim 決定開店後，

騎著摩托車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之間

尋找理想中的甜點店；當夫婦倆開

始獨自設計室內擺設、張羅插頭放

哪、電線怎麼拉、門要往左開亦或

往右—已經是三個月後的事了。

回想起在巴黎生活的那年，夫婦倆

掛念的除了美食，還有一座城市的

浪漫。髒亂的地鐵亦或不盡友善的

人們，反而令 Tim 格外想念。

「有時候太美好的事物你不會記

得。遇見那些不美好的，才能夠顯

現出美好的那一面。巴黎，就是這

樣的地方。」

在法國，甜點如同空氣般不可或缺：

販賣麵包與甜點的家庭式店鋪、精

緻路線的法式點心屋，午後公園享

用、下班回家與家人一起分享、或

帶去朋友家聚會。甜點，就是法國

人的生活奧義。

WUnique Pâtisserie 無二烘焙工作室 

談到法國的廚師精神時，Tim 正色

道，「法國的廚師，是全然憑藉著

熱情在對待料理。食材無他，就是

『新鮮』。」在臺灣，若要取得新

鮮食材就要上菜市場；而在法國，

即便是樓下的超市，都能購買得到

「正常生產的食物」。一道菜好不

好吃，是源自調味的方式；在法國

因為食材新鮮，人們得以吃得到食

物的「原味」。臺灣的甜點市場，

因為大環境的影響，造成人們為了

提高利潤而削減成本，什麼都要節

省。「在臺灣，經常可以看到慕斯

蛋糕，然而在法國不太會看到，」

Winnie 說道，因為幕絲蛋糕可以擺

放的時間長，即使今天沒賣完，明

天還可以賣、後天一樣可以賣。

「新鮮的甜點，我稱作『有溫度的

甜點』。因為當你吃下去的時候，

無論是口感亦或食材原味的呈現，

都會帶給人感動。」新鮮，是 Tim

經營店面的不二法則。現烤的千層

派皮亦或塔類甜點，皆是開店的早

晨才開始進入烘烤程序；食材如鮮

奶油，不會放置超過兩天。一般甜

點店使用現成榛果醬，然而 Tim 使

用新鮮榛果與焦糖拌炒後再打成

醬。一日下來，甜點若有剩餘，就

會自己吃掉或是分送給左鄰右舍，

「所我們數量會抓得精準一點，盡

量不要浪費；因此大部份甜點都是

限量販售。」以不同於日式甜點的

清爽、蓬鬆，法式甜點講求精緻，

並使用大量水果，如無花果、覆盆

莓。在臺灣，Tim 因地制宜，即便

是法式甜點，卻融入了許多臺灣當

地食材，如鳳梨、荔枝等。而大學

就讀森林系的背景，讓 Tim 在研發

甜點食譜時，熟知如何運用香草與

香料，「因為從小就喜歡植物，所

以大學才會選擇就讀森林系。」

「看似無關緊要，卻是環環相扣。

在人生的道路上，唯有熱忱能夠引

你前行。」

目前在無二工作室的每一道甜點，

都是 Tim 日日不斷精進改良，調

配出自己最喜歡的口味。其中的招

牌「檸檬塔」，Tim 在檸檬凝乳中

加入了羅勒，中和了蛋的腥味，在

入口後的酸甜尾韻裡帶出一股清

香，爽口而不甜膩，豐富了內餡的

層次。Tim 認為從檸檬塔便能看出

一間甜點店的個性，「檸檬塔單純

地由塔皮與內餡組合而成，是甜、

是稠、是否加入香草，乍看簡單，

卻能看出主廚的用心和做工。」而

Winnie 最愛吃的「千層派」，也成

為無二的特色甜點。自製的焦糖海

鹽醬，晶瑩豐滿地座落在派皮間，

「一般甜點店的千層派裡，一層派

皮的折數是五折，而我們是做成六

折，」堅持現做的千層派，鬆脆的

派皮、與甜潤卻帶有焦糖苦味的卡

士達醬，在嘴裡細緻地化開。

對於未來，樂觀的 Tim 和 Winnie

充滿信心。即便也有疲乏、困頓之

時，卻不曾後悔選擇成為甜點廚

師。秉持著對法式甜點的堅持，遵

從著法式做法的精神與原則，無二

工作室的這對年輕夫婦，用甜點走

出一條柔軟和煦的人生大路。

無二烘焙的

靈魂人物之一

Winnie

無二烘焙的

靈魂人物之一

Tim

無二的特色甜點千層

派，六摺派皮與自製焦

糖海鹽醬，天天現做。

Tim 認為檸檬塔

最能看出甜點店

的風格與特色。

採訪編輯 / 歐陽哲芬 攝影 / 鄭禹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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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藝術家 Christophe Chevance一生熱愛藝術，所累積的作品
多元、不論素描、版畫或裝置藝術與改建老屋等，皆再再展現
他的獨特才華，以及對周邊事物的感受與觀察。

這天，我從臺北出發，搭乘高鐵再

轉火車前往嘉義，探訪從法國來

台定居的法籍的藝術家 Christophe 

Chevance，從嘉義車站下車，步

行前往他現今與妻子范儷瓊共同

經營的 Le Chat Noir 小黑貓法國餐

廳，一路上人車不多，相較於臺北

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景，也不

禁想像曾在法國首都巴黎久居的

Christophe Chevance，如何能適應

鄉下的生活。

終於到了目的地，Le Chat Noir 小

黑貓法國餐廳是一處平房，但是裝

修新穎，隱約還能聞到油漆的刺鼻

味道，與隔壁年久失修，外型已破

落住家平房形成了明顯對比。一踏

進店裡，牆上掛著多幅畫作，全是

Christophe Chevance 的作品，有的

整幅以鮮艷顏色點綴，有的畫工精

細，作品極為多元，讓我站在畫前

仔細端詳，並沈醉於濃厚的藝術空

間裡，久久難以將視線離開。

此時，Christophe Chevance 正結束

於廚房的料理工作，才有空聊聊他

過往與藝術密不可分的一生。原來

他從小便熱衷藝術，常以自學的方

式揣摩繪畫，大學時期，便從故鄉

布列塔尼前往巴黎藝術學院深造，

學成後，開始了藝術相關領域的工

作， 於 1994 年 在 Fernand Vidal 醫

院，擔任藝術繪畫治療教師，之後，

也不時辦展，與眾人分享自己的創

作，2000年起，他成為裝置藝術師，

先後任職法國 NDP、Glem 製作公

司，為法語舞台劇《鐘樓怪人》、

《小王子》與《羅密歐與茱麗葉》

等 設 計 舞 臺 場 景，2008 年 更 於

Crossroad 公司擔任裝置藝術總監重

任，而他一路上累積的專業，也曾

被 Chanel 服裝設計師 Karl Lagerfeld

肯定，設計他的私人圖書室。

2008 年，Christophe Chevance 事業

最輝煌時，卻決定辭職，他說：「我

的工作占據了越來越多時間，我在

不能自由創作的忙碌中要窒息，靈

魂需要找到出口。」因此，同年，

他與妻子范儷瓊結婚後，便決定

來臺定居：「由於過往隨著製作公

司來亞洲巡演時，我發現了充滿能

量的台灣，認識妻子後，也使我更

順理成章地來親近這片土地，而最

讓我感動的是台灣人的友善，在此

地，不論任何情況下，人們的臉上

總是嘴角上揚，微笑面對很多事。」

來台後，Christophe Chevance 與妻

子居住於新北市新店，也曾於台北

公館開店賣布列塔尼鬆餅，不過，

他坦言，不怎麼喜歡大都市的喧囂

吵雜，於是，就在妻子決定回嘉義

老家照顧年邁的祖母時，一家三口

便搬至嘉義居住。

來台至今，Christophe Chevance 的

藝術創作深深地被台灣影響：「我

相信藝術是沒有國界的，這裡的文

化與傳統給我帶來了嶄新的視野與

觀察，」例如，他來台後，發覺本

地的樹木種類繁多，便開始臨摹樹

木的各種意象，畫成充滿個人色彩

的畫作，而他目前經營的 Le Chat 

Noir 小黑貓法國餐廳，更是運用他

裝置藝術的才華，改造了民國 20 年

便存在的老屋，且大量運用台灣的

舊有費材，例如，運用遭淘汰的縫

紉機製做成餐桌、丟棄的玻璃製作

成 Bar 檯的桌面等，看來饒富創意，

也深具環保意識。

為何如此熱愛藝術，並選擇當一個

藝術家？ Christophe Chevance 說：

「人類創作與表達是與生俱來的，

藝術家之責並非尋求表達，而是在

生活體驗中記錄矛盾，在觀照中落

實思考，無論多少困難，藝術家為

了身心靈平衡，因為創作是生命的

延續之路。」因此，回顧他過往的

創作歷程，從 90 年代開始描繪巴

黎都會裡的居民，1997 年起關注大

自然萬物與生命韌性的抽象意念，

全都可以反推至對於人性本質的關

心，「我的工作只是一個實況的描述，

因為它是現實的，它是抽象的，然而

現實從來不在作品中，而是在觀者的

心中，無論是否有意識，這是一個自

然的現象，這是我們與意識的對話。」

採訪將接近尾聲，Christophe Chevance

與妻子范儷瓊不約而同談及，現在經

營的 Le Chat Noir 小黑貓法國餐廳不

僅是一個能夠讓客人用餐的地方，其

次，所提供的食物、美酒還能向眾人

推廣法國特色的美食文化，最重要的

是，希望也能將餐廳定位為藝廊，成

為展覽年輕藝術家作品的園地，並鼓

勵他們能專注於藝術創作。相信在他

們的持續的堅持下，影響力將與日俱

增，也讓更多人能受到藝術文化的不

墜魅力。

採訪編輯．攝影 /Huang

Chevance
為藝術而生。齊方斯
創作是生命的延續之路

法國藝術家Christophe 

Chevance，現定居於

嘉義

Christophe Chevance

保留老屋的主結構製

成饒富風格的餐廳 以廢材製成的酒架

Le Chat Noir

小黑貓法國餐廳外貌

Christophe Chevance

於廚房內工作情景 Christophe Chevance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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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Librairie Le Pigeonnier
信鴿法國書店是全台唯一一間法語專賣書店，除了每個月空運進口 2 次新

書，書店也會定期會舉辦不同主題的講座活動，喜愛法國的語言和文化的

人不妨來此感受不同的藝文氣息。

2014 年，龔固爾文學獎與杜翁餐廳

（Drouant）之間的美味關係正式邁向

新的里程碑！一百年來，龔固爾文學

院士每年秋天都會聚集在杜翁餐廳，

於用餐之際，評選該年的得獎作品，

共同參與一場文學美食饗宴。若說杜

翁是法國文學的聖殿，一點也不為過，

而這樣飲食與文學的結合也被傳為佳

話。

 從 16 世紀的宮廷料理開始發展，今日

的法國餐桌匯集了歐洲料理的精萃，

料理同時也是整個法式生活的穿針引

線者。法國人以麵包為主食，而在法

文中的朋友 (copain)，其實隱藏著麵包

(pain) 的單字，可謂是：一起吃麵包、

一起分享美味的人便是你的朋友。由

此可知對法國人來說，料理除了是藝

術的表現，更是拉近人際關係、體現

生活美學的一種態度。

 法國對於飲食文化的堅持及用心，除

了反應在文學、生活等，從食譜出版

的精緻質感亦可一探究竟。信鴿法國

書店從餐桌佈置、調酒飲料到各種類

型的料理食譜，精選五本無論在編輯、

攝影及內容上都相當傑出的書籍，藉

此與讀者分享、引薦法國引以為傲的

精緻飲食文化。

書

《Cocktails: Les nouveaux classiques》
作者：Frédéric Le Bordays

推薦六十種經典或創新的雞尾酒調法，同時介紹

雞尾酒的歷史、用具、技巧等常識，讓你沉浸在

精緻的微醺文化！

《Tables de fêtes》
作者：Émilie Guelpa

收錄各種手工小物創作、花材搭配、餐巾折法、

邀請函製作，以及使賓客聚焦的甜點製作食譜 ...，

本書無疑是法式甜美、優雅的風格大全！

《Gastronogeek》
作者：Thibaud Villanova, Maxime Leonard

本書向各種經典電影、小說、影集和漫畫裡出現

的美食致敬。從哈利波特、魔戒到星際大戰和海

賊王，42 道充滿創意的食譜，圍繞著 15 個你絕

對不能錯過的藝術或文學主題！

《Les sweet tables》
作者：Laure Faraggi

集結多位藝術家，利用不同的素材去布置出風格

獨具的餐桌擺設，並與讀者分享他們的巧思和秘

訣，幫助你實現書中那些美麗的畫面！

LIVER
BOOK

飲食文化面面觀 由左上角順時鐘順序介紹

《Tout Haché: Boulettes - Tartares - Burgers》
作者：Café Moderne

各種美味的餡料食譜一應俱全，獨具特色、不同

形式的食譜，創造味蕾的無限可能！

文字 , 書籍提供 / 信鴿法國書店

攝影／蔡祐緯

FRAGA 矮桌 ,by Gamfrat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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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台灣，一個居民工作勤奮，生活基本無虞的小

島。你有時憧憬長上翅膀到海外飛翔，甚至忘了回

家，也許你我都需要來自遠方的人提醒，哺育你成長

這塊土地的美好。

Mark，現居台北而來自法國的高級飯店甜點師傅，年

輕時勵志當鼓手而直接遠遊非洲學習 Jembe 鼓，後到

日本開啟甜點職涯，一年後轉至 Hollywood 繼續甜點

人生一待就是十多年，人生經驗豐富已繞地球不知幾

圈的他，四年半前來到台灣，心卻從此被濃稠的人情

味黏上而再也離不開了。

「你問我為什麼來這

裡，不如問我什麼我

還留在這裡？」Mark

露出無辜的神情笑著。

「你知道，如果說亞

洲文化是 Coca Cola，

台 灣 對 我 而 言 就 像

Coca Cola Light（指可

口可樂低糖版系列），

也就是 smooth version 

of Asian culture"（柔軟

版本的亞洲文化）。

外國人如果選擇一個

地方深入亞洲文化，

台灣是最好的選擇之

一。」

「在日本你得會說日文才能真正在職場受到接納，但

外國人在台灣當你開口是中文，每個人反而都『哇！

你居然能說我們的語言！』，對你特別照顧。這優勢

不只讓外國人容易受到幫助，台灣人對異國文化的接

受度與尊重，往往也讓多元的創意在專業領域上更容

易溝通開展。」除了友善之外，台灣之於 Mark 還有

更獨特的文化意義。

Taiwan
文
字
遇
見 -

台
灣
法
國
人

「你知道法國 Corsica Island 科西嘉島？拿破崙就是來

自科西嘉島，那裡的人擁有不可思議的堅毅個性，當

法國沿海離島的人文地景都被商業利益大舉侵蝕，科

西嘉島還能傳承了傳統的法國文化姿態。

對我來說，台灣就是保存了最精粹中華文化的科西嘉

島，卻又同時在接受多元文化上做出調整與堅持。」

聊天到最後，原本坐在一旁，目前在台灣從事藝術教

育工作的另一位法國友人也加入對話。「對我來說，

台灣就像一個 comfortable sofa （柔軟的沙發），讓

人一躺下就不想起來了 .....」Mark 則點頭如搗蒜，

「你知道，台灣的治

安根據全球生活網站

Lifestyle9 調查，是全

球排名是第二好，這

裡的生活水平擁有長

期累積的公民意識與

源源不絕的創新力，

都 讓 我 更 想 留 在 這

裡。

唯一身為法國人較不

能適應的是，我們是

全世界最愛調皮抱怨

的民族，但我們會捉

弄你，是因為喜歡你。

我的台灣朋友們對任

何事情都很認真，讓我都不太敢開玩笑了。」聊到這，

兩位愛上台灣的法國人臉上同時綻放燦爛笑容。

Now, we know we are good enough. 台灣人，其實我們

都值得在傳統與創新的融合上，為自己的表現更有自

信的豎起大拇指。

Fever in France, Practice in Taiwan.

曾參與「台灣冷門景點熱血復甦計畫 - 歐北來」，與夥伴每日在粉絲頁分享台灣不為人

知，卻時時發生的美好故事，並於 2014 年共同出版「人生至少歐北來一次」一書。人

生的目標是說好一個個故事，作為連結美麗事物的傳遞者。

a Comfortable Sofa to Stay Long

王瀚陞，目前為自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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